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有限公司
中国区分行

标准服务费用
2014 年 7 月 1 日

在我行所公布的价目中,属于政府指导
价的项目, 遇价格调整,我行将及时进行
对照调整;属于市场调节价的项目,我行
可根据市场需求不时进行调整。

序言

根据《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4]268 号）及《上海市物价局、上海银监局关于转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沪价费[2014]17 号）的有关要求，我行现将澳大利亚西太
平洋银行有限公司中国区分行标准服务费用公示如下：

我行制定相关服务价格的定价策略及定价原则是根据综合定价法的原则，综合
运用基于成本、需求和竞争定价法的各个方面，并将这三种方法整合起来形成最终
定价的策略。我行在进行综合测算相关服务项目的成本和收入情况后，进行价格决
策，最终由大中华区总裁审批通过。

该标准服务费用中所列示的所有费用标准生效日为 2013 年 9 月 1 日。

关于本标准服务费用的咨询（投诉）的联系方式为：021-6165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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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适用于国际服务系列的收费标准
本部分所有资费均以美元或等值外币计价除非另行注明收取人民币，如果交易货币为非美
元外币，银行有权根据当时市场汇价决定相关汇率

1.跟单信用证
1.1 进口跟单信用证
■开证费（每季度,

不足三个月以三个月计算）

•传真/手工递交……………………………………………….……………..

最低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最高
为开证金额的 0.15%

■修改费

•增加金额………………………………………………….………………..

最低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最高
为增加金额的 0.15%

•其他条款修改………………………………………………………………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

■承兑费………………………………………………………………………

0%~2%每季度，视客户风险级别而定

■撤销费………………………………………………………………………

200 美元或等值 1260 人民币

■单据不符点费………………………………………………………………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

■每一项进口单据的偿付费…………………………………………………

65 美元或等值 410 人民币

1.2 出口跟单信用证
■通知费

•传真/手工递交……………………………………………………………...

40 美元或等值 252 人民币
（如通过本行议付，可免除）

■修改费

•传真/手工递交……………………………………………………………...

30 美元或等值 190 人民币

■议付费…………………………………………………………....................

最低 40 美元或等值 252 人民币，最高
单证金额 0.125%
年利率信用证金额的 0.1%—10%，视
开证行风险级别而定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

■保兑费…………………………………………………………....................
■单证重审费/赔偿费………………………………………………………...
■上海分行交单手续费（西太平洋银行海外分行保兑贴现）…………

100 美元—10000 美元或等值 630 人民
币—63000 人民币

1.3 可转让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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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让信用证

•转让整份信用证……………………………………………………………

40 美元

•转让部分信用证……………………………………………………………

最低 40 美元，最高开证金额 0.15%

•修改—增加信用证金额……………………………………………………

最低 40 美元，最高新增金额 0.15%

•修改—其他…………………………………………………………………

40 美元

■不付款放单…………………………………………………………………

40 美元/套

2.跟单托收
2.1进口跟单托收
■手续费………………………………………………………………………

■拒付费（收到拒付通知时收取）…………………………..…..…………

最低 40 美元或等值 252 人民币，,最
高汇票金额 0.125%
托收金额的 0.125%

■逾期单据处理费（单据到期日或提交日后一个月仍未归偿时）……....

每月每笔 35 美元或等值 220 人民币

■海运/空运提货担保书……………………………………….……………..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

■提货担保修改费……………………………………………………………

20 美元或等值 126 人民币

■逾期未赎回提货担保（每季度）…………………………………………

■重新交单费………………………………………………..………………..

最高按发票金额的 0.125%，最低 40
美元或等值 252 人民币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

■不付款放单…………………………………………………………………

75 美元/套或等值 473 人民币/套

■保付加签费…………………………………………………………………

最低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最高
汇票金额 0.125%/月

2.2 出口跟单托收/议付
■手续费（支付或议付时收取）……………………………………..…..

最低 40 美元或等值 252 人民币，最高
汇票金额 0.125%

■拒付费

（仅托收）………………………………………………………...

托收金额的 0.125%

（收到拒付通知时收取）

3.保函
3.1 保函开立
■备用信用证…………………………………………………………………

•投标保函…………………….………………………………………..…….
•履约保函……………….…………………………………….……………..

每月备用信用证金额的 0—1%，最低
60 美元
每月投标保函金额的 0—1%，最低 60
美元
每月履约保函金额的 0—1%，最低 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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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保函…………………………………………………….……….......

■ 其他保函

………………………...…………………………………………

■ 转开保函

………………………...…………………………………………

每月预付款保函金额的 0—1%，最低
60 美元
每月保函金额的 0—1%，最低 60 美元
每月转开保函金额的 0—1%，最低 60
美元

3.2 保函通知…………………………………………………………

40 美元

3.3 保函修改 / 撤销………………………………………………….

30 美元

4.外币支付
4.1 电汇 （汇出）
■国际–汇至西太平洋银行…………………………………………………..

25 美元（ + 电报费 25 美元）

■国际-汇至其他银行………………………………………………………..

面值的 0.15% （最低 25 美元，最高
100 美元 ） + 电报费 25 美元

■中国国内—汇出……………………………………………………………

面值的0.15% （最低25美元，最高100
美元 ） + 电报费25美元

■通知电汇结果………………………………………………………………

25 美元+代理行费用（如有）

■退款、修改或取消……………………………………………………...….

25 美元

4.2 电汇 （汇入）
■中国国内—汇入西太平洋银行账户………………………………………

免收

5.外币账户
5.1 开户 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
■开立存款账户…………………………………………………………..….

免收

■月度账户管理费…………………………………………………………...

25 美元

（月末余额低于 10,000 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
■提前关户费…………………………………………………………………

75 美元

（开户后三个月内）

5.2 交易费
■本行账户划转………………………………………………………..

…….

免收

5

5.3 支票、汇票
■支票、汇票托收入帐（本行账户）……………………………….……...

■支票拒付/退票…………………………………………………………...…

面值的0.15%
（最低 50 美元，最高 200 美元）+代
理行费用（如有）
40 美元

5.4 其他账户服务费
■对账单

补制对账单或交易回单………………………….………………………...

5美元/页
（最低 10 美元, 最高 80 美元）

•传真对账单…………………………………………………………………

5美元/页
（最低 10 美元, 最高 80 美元）

■其他

•询证函………………………………………………………………….…...

50美元/账户
（多账户询证最高 150 美元）

•资信证明……………………………………………………………………

50 美元

•西太平洋银行境外账户鉴定……………………………………………....

50美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

6.其他资费
本行将向客户收回代客户执行交易产生的所有零星开支，如：
6.1挂号信或海外邮资……………………………………….……………...

20 美元

6.2 电讯、电报/电传费用
-信用证开证……………………………………………………….….……

40 美元或等值 252 人民币

-其他交易……………………………………………………..….………..

30 美元或等值 190 人民币

6.3 快递费 (每套)
-

国内……………………………………………………………….….

(信用证通知至中国)……………………………………………..………..
-

10-25 美元或等值 63-158 人民币
10 美元或等值 63 人民币

国际

亚洲及港、澳…………………………………………………... …….......

35 美元或等值 220 人民币

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50 美元或等值 315 人民币

非洲、美洲、大洋洲其他国家…………………………..…………..…...

80 美元或等值 504 人民币
参照实际费用另行收取

快递加急费………………………………......…......…................ ..…........
6.4 长途电话费……………………………………………………………....

基于客户要求所发生的费用将被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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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适用于信贷额度相关的资费标准（本外币业务）
1.双边额度
1.1 额度安排费…….………………….……………………………..…………

按照额度金额的 0—5%一次收取

1.2 额度展期费…..….………………………………………………..………..

按照额度金额的 0—5%一次收取

1.3 承诺费……….….…………………………….…………….……….……..

按照未提取金额 0—5%的年率收取

1.4 额度免除费………………………………………………………………..

按照额度金额 0—5%一次收取

1.5 额度使用费…...………………………………………………….………..

根据已使用额度情况按照金额的 0—5%
一次收取

1.6 额度年审费 ………………………………………………………………..

按照额度金额 0—5%一次收取

2.银团贷款/俱乐部贷款
2.1 安排费………..……………..…………………..…………………………..

按照额度金额的 0—5%一次收取

2.2 承诺费………..……………………………………………………………..

按照未提取金额 0—5%的年率收取

2.3 参贷费……………………………………………………………………….

按照参贷金额 0—5%一次收取

2.4 代理行费……..……………………………………………………………..

根据代理行的工作量按年支付

2.5 额度展期费………………………………..………………………………..

按照承贷金额的 0—5%的年率收取

2.6 免除费………………………………………………………………………

按照承贷金额的 0—5%的年率收取

2.7 额度使用费…...……………………………….……………………………

按照额度使用情况按照承贷金额的 0—
5%一次收取

2.8 早期参贷费…………………………………………………………………

按照承贷金额的 0—1% 一次收取

2.9 银团分销费……………………………………………………………..…..

根据银团分销情况，按照银团金额的
0—5%一次收取

2.10 银团承销费…………………………………………………………….….

根据银团的承销金额，按照银团金额的
0—5%一次收取

3.贸易融资
3.1 提款费
•低于 20,000 美元或等值金额………………………………………..………

50 美元

•等于或超过 20,000 美元…………………………………….……………….

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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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适用于人民币结算业务费用的标准资费
所有资费均以人民币计价

1. 汇兑
汇兑费用由邮电费，手续费及加急费构成。
1.1 电子汇划费(汇出)#
 一万元以下（含）……………………..………..………..…….……...

5.00 元

 一万元以上至十万元（含）……….………..………...………………

10.00 元

 十万元以上至五十万元（含）……………….……………………….

15.00 元

 五十万元以上至一百万元（含）…………….……………………….

20.00 元

 一百万元以上…………………………….…………………………….

按汇划金额的 0.002%收取最高不超过
200 元

1.2 手续费 …………………………………………………………………….….

10.50 元

1.3 加急费#….….…..….….……….…….……….……………………….……..

根据客户书面委托的电汇加急业务，以
规定收费标准为基数在加收 30%

1.4 汇入汇款…………...…………………………………………………………

免费

2.退汇
2.1 手续费#………..…………..…………………………………………..……..

0.50 元

2.2 邮电费………..…………..………………………………..………………….

5.85 元

3. 单位主动查询
3.1 手续费………..……………..……………….……………………………….

0.50 元

3.2 邮电费………..……………..……………………………………….………..

5.85 元

4. 账户相关费用
4.1 新增账户开户费
（适用于在我行仅以代表处身份开立账户的客户）…………………………..

3000 元

4.2 月末账户余额低于 4 万人民币…..……………..……………….…………..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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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服务
5.1 补制对账单或交易回单………………………….……………………….......

35元/页（最高500元）

5.2 代保管对账单…………………………………………………………………

35元/份

5.3 传真对账单……………………………………………………………………

35元/页（最高500元）

5.4 资信证明函……..……………………………………………………………..

150元

5.5 询征函………..……………..………………………………….……………...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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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标准资费(代收手续费)
所有资费均以人民币计价

1. 汇兑
汇兑费用由电子汇划费和手续费构成
1.1 电子汇划费
收汇.....................................................

20.00 元

付款.....................................................

60.00 元

汇款修改.................................................

50.00 元

汇款取消.................................................

50.00 元

1.2 付款手续费
汇至西太平洋银行.........................................

160.00 元

汇至其他银行.............................................

面值的 0.15%
（最低 160.00 元，最高 630.00 元）

2. 汇款查询
2.1 一个月以内（包括）.......................................

免费

2.2 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内（包括）.............................

50.00 元

2.3 六个月以上. .............................................

100.00 元

3. 其他服务
3.1 补制对账单或交易回单.....................................

35.00 元/页（最高 500.00 元）

3.2 代保管对账单.............................................

35.00 元/份

3.3 传真对账单...............................................

35.00 元/页（最高 500.00 元）

3.4 银行账户资信证明函.......................................

150.00 元

3.5 银行询征函...............................................

150.00 元

备注：
#收费价目中的手续费属于政府指导价项目, 遇价格调整, 我行将及时进行对照调整。其余为市场调节
价，我行可根据市场需求不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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